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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浪莎股份 600137 ST浪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中明 马中明 

电话 0831-8216216 0831-8216216 

传真 0831-8216016 0831-8216016 

电子信箱 cjbz@vip.163.com cjbz@vip.163.com 

 



1.6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经营成果审计，2015

年 1-12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20,683,148.98 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

利润为-9,163,892.32 元，母公司未分配为-60,852,926.78 元。因年度亏损和合并报表未分配

利润及母公司未分配均为负，依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会拟提出 2015 年度分配政

策为：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待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针织内衣、针织面料的制造，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投资管理咨询

等，行业分类属于纺织服装行业，行业细分属于纺织内衣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有龙头股份

（600630）、棒杰股份（002634）等，同行业未上市公司主要有猫人国际（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雪达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致力于专业研发、生产和经营各种保暖内衣、时尚内衣、短裤、

文胸等针织服装，以及外贸服装的贴牌加工。报告期内公司有直营门店 2 家、代理商自营店 513

家、贴牌 45 家。浪莎内衣品牌系列产品主要有保暖内衣产品系列（无缝和有缝）、男女短裤系列、

男女时尚内衣系列、女士文胸等。行业情况：纺织服装的内衣子行业不仅是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

而且存在无序竞争的问题。由于行业技术门槛、行业壁垒较低，生产企业众多，且大多数企业规

模较小、产品档次和质量较低、营销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有限，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低档产品

生产能力过剩。近年来行业多数企业去产能、去库存，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表现行业整体利

润率较低。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545,048,788.72 599,667,307.73 -9.11 595,021,477.62 

营业收入 205,195,869.98 330,657,259.24 -37.94 437,822,68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683,148.98 1,958,679.83 -1,155.97 8,172,86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1,595,663.18 207,284.56 -10,518.37 6,493,47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0,331,753.83 461,014,902.81 -4.49 459,056,22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225,790.70 58,428,033.81 -68.81 23,227,987.31 

期末总股本 97,217,588.00 97,217,588.00 0 97,217,58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 0.020 -1,165.00 0.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3 0.020 -1,165.00 0.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59 0.43 减少5.02个百分点 1.80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1,675,601.78 39,015,232.52 48,005,259.83 86,499,77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264.59 634,868.30 400,709.06 -22,133,99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6,734.77 437,432.29 388,403.97 -22,728,23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44,629.31 -20,014,495.17 2,779,562.20 42,805,352.98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77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41,495,355 42.68 0 质押 41,49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7,983 1,537,983 1.58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2,853 1,192,853 1.23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
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41,464 1,141,464 1.17 0 无 0 其他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1,079,477 1.11 0 无 0 
国有法
人 

银河资本－银河证券－银河资本－
汇冕6期资产管理计划 

909,480 909,480 0.94 0 无 0 其他 

富安达基金－国泰君安证券－富安
达－紫金景融1号资产管理计划 

876,933 876,933 0.90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
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57,511 757,511 0.78 0 无 0 其他 

蔡健 750,000 750,000 0.7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
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8,525 698,525 0.72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主营业务总体情况。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05 亿元，营业成本 1.80 亿元，分别较上年下降

37.94%、37.22%。因收入减少，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分别较上年下降 54.85%、21.96%，同样，

研发支出同比下降 38.04%。 

2、分行业、分产品毛利率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制造总体毛利率为 11.51%，其中内衣产品、

短裤、文胸毛利率分别为 10.29%、13.25%、18.28%。文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 1336.70 万元，占营

业总收入的 6.58%。2016 年拓展文胸产品市场，有利于公司利润改善。 

3、产品分地区销售和出口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其中销售前三名

地区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全年分别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76.01%、12.19%、4.47%。



报告期内出口产品收入 249.26 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例的 1.23%。若未来纺织服装行业的增

值税出口退税（税率 17%）取消，公司出口量增加不大，对公司影响较弱；出口量增加，对公司

影响较大。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浙江浪莎内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莎内衣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5 日 

 


